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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麼是箴言？

•  箴言是扼要而富說服力的格言，且由經驗証實為正
確

‧ 牛津英文字典定義為：「言簡意賅的俗語」。舉凡
成語、諺語、金言、譬喻能以簡短有力的詞句表白
練達的人情和洞明的世事皆屬箴言。

‧ 嚴格來說，單是成語、諺語、金言、譬喻尚不足成
為「箴言」，除非個中真言能令人腳踏實地經驗出
來

•  經過相當年日，這些格言被收集起來，編排結集成
書，記下了經過歷代考驗的永恆真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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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麼是箴言？

•  箴言在所有的文明中，在每個國家、種族和文
化中都是很常見的。它們是經由長年的觀察和
思考累積而成的。

14:28：帝王榮耀在乎民多，君王
衰敗在乎民少

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

16:21：「人心多有計謀，惟有耶和
華的籌算，才能立定

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

13:20：「與智慧人同行的，必得智
慧，和愚昧人作伴的，必受虧損」
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

27:10 ：「你遭難的日子，不要上弟
兄的家去，相近的鄰舍，強如遠方
的弟兄。」

遠親不如近鄰

26:27:「挖陷坑的，自己必掉在其中」自食其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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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

書名「箴言」，取自第一個字Mashal，意為一句決斷的話，
相似的類比或比喻。中文乃意譯自英文Proverbs「格言」
之意，但是原文有更廣泛的意義，不只限於簡短的
「格言」，反而是更接近於一種「言論」。另外的意
思是「管理」（創1:16、18，3:16；出21:8）或是行為
的準則，或是神所定規的神祕不得見的秩序, 用詩歌或
格言來規範人生各方面的生活、進退舉止、待人接物
處世之道。

‧ 箴言的內容涵蓋神創造的宇宙萬物及其運作

‧ 不但是人的經驗觀察，也是神的啟示

‧ “不懂得禱告, 讀詩篇。不懂得作人, 讀箴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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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 

‧ 作者：1:1所羅門的箴言—所羅門的老師、所羅
門、希西家輯錄、亞古珥、利慕伊勒。所羅門老
師的傳授都採用第一人稱，且以我兒開始，例
1:8,10,15；所羅門自作的部份採用第三人稱，
例22:17你須側耳聽受智慧人的言語，留心領會
我的知識。智慧人指所羅門的老師 

•  著書的目的：1:2-6 用了一連串的“使人”說明
其目的，如：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，懂得智慧人
的言詞和謎語

•  主題：1:7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；愚妄人藐
視智慧和訓誨



6 

箴言的特點	 
‧ 注重個人：

– 書中沒有用「以色列啊」或是猶太人的先祖，亦沒有提及選民的歷史、
律法、聖殿…等。

– 書中常以「我兒」作為勸戒的對像，這不一定是指向源父子的關係，乃
要表示讀者當認真聆聽及遵行。 

‧ 注重因果：
– 書中強調要作一個公義正直的人，這是神的要求。
– 此外，人的一言一行，終必影嚮自己最終的命運。（1:32-33; 2:21-22）

‧ 注重實踐：
– 箴言屬「智慧書」，但真正的智慧不是只停留在腦際，而在生活上表明

出來。
– 本書所講的，乃是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，提到交友之道、言談舉

止、家人相處、面對色誘…等。

‧ 文體：
– 形式：詩句、比喻（1:8-9）、詰問（1:20-22）、故事（7:6-23）、字母

詩（31:10-31）…等。
– 修辭：對比（相反的事物作比較）、類比（相似的事物作比較）、喻象

（圖畫語言）、擬人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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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中的智慧文學

 處理人生深奧課題的智慧論談，普遍流於悲觀，
約伯記便屬於此類

 指導或訓誨人，通常對人生採取樂觀的態度，
箴言便屬於此類 

箴言的訓誨方式：

以两種人的生活方式貫穿全書，並且延續舊約其他書
卷的主题: 

一種人排斥神的律法，拒絕守祂的约，稱之為愚頑人，
他們的人生選擇是虛妄的。

另一種人謹慎地維繫與神的關係，持守祂的道，稱之
為聰明人，他們的生活特徵是智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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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約聖經引用箴言	 

箴言章節 新約引用 箴言章節 新約引用

3:7 羅 12:16 16:7 彼前 3:13

3:11-12 來 12:5-6 22:9 林後 9:7

3:34 雅 4:6 24:21 彼前 2:17

4:26 來 12:13 25:6-7 路 14:10

10:12 彼前 4:8 25:21-22 羅 12:20

11:31 彼前 4:18 26:11 彼後 2: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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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1. 序言(1:1-7) 
2. 智慧的訓誨 – 聖潔的生活(1:8-9:18)

3. 所羅門的箴言(10:1-22:16)

4. 智慧人的言語(22:17-24:34)

5. 希西家輯錄的所羅門箴言(25:1-29:27)

6. 亞古珥的箴言(30:1-33)

    利慕伊勒的箴言(31:1-9)

後記：才德的婦女(31:10-3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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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的訓誨 (1:8-9:18) 

•  「智慧」一詞在聖經中有多重意義，最基本的意
義是指辦事靈明及有手藝的技巧(出31:l ~5)，但
在箴言書，「智慧」一詞有一個較高層次的意義，
指人能明白神所確定的屬靈原則，從而參透隱藏
在今世的道德架構，然後按這架構的準則行事為
人，過一個蒙福的人生。

•  鑰節:「敬畏耶和華，是智慧的開端；認識至聖者，
便是聰明。」(9:10) 

•  約伯記-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遠離惡便是聰明。」
(28：28) 

•  傳道書-「敬畏神，謹守他的誡命，這是人所當盡
的本分。」(12: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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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的位格

•  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、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、就有了我。 
從亙古、從太初、未有世界以前、我已被立。 (8:22-23) 

•  太初有道、道與神同在、道就是神。這道太初與神同在。
萬物是藉著他造的．凡被造的、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。 
(約 1:1-3) 

•  基督總為　神的能力、　神的智慧。 (林前1:24 ) 
‧ 雅3:13~18 二種智慧:

1.   屬魔鬼的，屬地的，屬人的情慾的，帶有魔鬼性格嫉
妒，紛爭，自誇，謊話，抵擋真理，懷著苦毒。

2.   屬天的智慧，是有七根柱子(箴9:1)，是基督的七性格：
清潔無罪，和平使神與人和好，溫柔在神手中可塑性，
憐憫愛仇敵，多結神的善果，無偏見公義無私，無假
冒真實透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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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的訓誨 (1:8-9:18)
•  第一訓：勸不可濫交惡人，免被引誘. (1:8-19) 
•  第二訓：得智慧必存活，拒智慧必敗壞(1:20-33)  
•  第三訓：求智慧的途徑與益處(2:1-22) 
•  第四訓：謹守、仰望、敬畏、事奉乃蒙福之秘訣(3:1-10) 
•  第五訓：智慧的福分超越萬事(3:11-20) 
•  第六訓：智慧的果效與賞賜（愛人與行爲)(3:21-35) 
•   第七訓：聽訓誨之重要與規勸(4:1-9) 
•  第八訓：持定訓誨，不可走惡人之路（消極方面)(4:10-19) 
•  第九訓：持定訓誨，走義人之路（積極方面）(4:20-27) 
•  第十訓：警告不要犯淫亂(5:1-23) 
•  第十一訓：防止過失（不作保，不懶惰，不妄爲）(6:1-19) 
•  第十二訓：持定訓誨，遠避淫婦（淫婦之禍害）(6:20-35) 
•  第十三訓：持定訓誨，遠避淫婦（淫婦之伎倆）(7:1-27) 
•  .第十四訓：智慧的呼喚與接受之祝福(8:1-39) 
•  .第十五訓：智愚之對比(9:1-1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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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羅門的箴言(10:1-22:16)

•  總綱爲所羅門勸誡世人（10－19章上），
及他早年受教（19下－22上）之箴言集；
首段論所羅門分析有智慧與愚妄（無智慧）
的人生，亦即有神（有智慧）與無神（無
智慧）的人生，而有神論者都應以自愛、
自潔彰顯其信仰。次段論所羅門老師對他
的箴諫，先以最誠懇（同父子）的規諫，
再教他如何處世爲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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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智慧人的言語(22:17-24:34)- 爲實際生活方面
之提醒，分兩方面交替式的勸告：一是有
關所羅門個人方面之修養，二是有關所羅
門待人方面（作王，作審判官）之表現；
而二方面均從消極（要避免）與積極（要
追求）二角度規勸 

•  希西家輯錄的所羅門箴言(25:1-29:27) -編輯
之人集過去所羅門精要之箴言編成一集，
惟是因照希西家之吩咐，故也頗重「王」
所判斷方面之箴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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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0章亞古珥箴言: 

對神：承認自己無知需要神的啟示30:1-9

30:7-9  我求你兩件事，在我未死之先，不要不賜給我：求你使
虛假和謊言遠離我；使我也不貧窮也不富足，賜給我需用的
飲食，恐怕我飽足不認你，說，耶和華是誰呢？又恐怕我貧
窮就偷竊，以致褻瀆我神的名。

對人：一律平等，孝敬父母30:10-23

對物：由動物性倩觀察學習人生教訓24-31

對己：遠離虛假謊言，不富不貧30:7-9

31 章利慕伊勒箴言:

良母之言31:1-9 勿淫亂，勿醉酒

賢妻之德31:10-31敬畏神的婦女在品格、品行都得神人喜
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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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個「敬畏」：敬畏耶和華，是智慧的開端，認識至聖者，便是聰明」9:10 
 1. (1:7)     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
 2. (1:29)    恨惡知識，不喜愛敬畏耶和華
 3. (2:5)      領受，存記，側耳聽，專心求，呼求，揚聲求，尋找搜求神的話，就

      明白敬畏耶和華，認識神
 4. (3:7)     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
 5. (8:13)    敬畏耶和華在乎恨惡邪惡
 6. (9:10)   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；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。           
 7. (10:27)  敬畏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
 8. (13:13)  敬畏神的命令，必得善報
 9. (14:2)    敬畏耶和華行動正直
10. (14:26) 敬畏耶和華的大有依靠，兒女有避難所
11. (14:27) 敬畏耶和華是生命的泉源，使人脫離死亡之網羅
12. (15:16) 少有財寶敬畏耶和華，強如多有財寶煩亂不安
13. (15: 33)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；尊榮以前，必有謙卑            
14. (16: 6)   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
15. (19: 23) 敬畏耶和華的得著生命
16. (22: 4)  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著富有，尊榮，生命為賞賜
17. (23: 17) 不要嫉妒罪人，只要終日敬畏耶和華
18. (24:21)  我兒，你要敬畏耶和華與君王。不要與反覆無常的人結交
19. (28: 14) 常存敬畏的，便為有福
20. (31:30)  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   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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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耶和華
•  耶和華名字出現九十二次

3:19耶和華以智慧立地，以聰明定天

2:6耶和華賜人智慧．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出 
16:9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．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

10:22耶和華所賜的福、使人富足、並不加上憂慮。

5:21因為人所行的道、都在耶和華眼前．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。

3:11我兒、你不可輕看耶和華的管教也不可厭煩他的責備．

17:3鼎為煉銀、爐為煉金．惟有耶和華熬煉人心。 

6:16-19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、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． 就是
高傲的眼、撒謊的舌、流無辜人血的手、 圖謀惡計的心、飛跑
行惡的腳、 吐謊言的假見證、並弟兄中布散分爭的人。

21:30-31沒有人能以智慧、聰明、謀略、敵擋耶和華。 馬是為打仗
之日預備的．得勝乃在乎耶和華。

19:21人心多有計謀．惟有耶和華的籌算、才能立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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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喜悅什麼?

1.   他喜悅公平的法瑪：「公平的法碼為他所喜悅。」
（11:1）

2.   他喜悅行事誠實的人：「行事誠實的，為他所喜
悅。」(12:22)

3.   他喜悅正直人的祈禱：「正直人祈禱，為他所喜
悅。」(15:8)

‧  神所喜悅的，是公平、誠實、正直，若以這樣的
態度做人做事，必定蒙神悅納。神也喜悅我們向
他祈禱，正直人的祈禱蒙神喜悅，義人的祈禱大
有功效。（雅各書5:1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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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憎惡什麼?
1.   他憎惡驕傲：「凡心裡驕傲的，為耶和華所憎惡。」

(16:5)

2.   他憎惡謊言：「說謊言的嘴，為耶和華所憎惡。」
(12:22)

3.   他憎惡惡念：「惡謀為耶和華所憎惡。」(15:26)

4.   他憎惡彎曲、偏袒、不公：「定惡人為義的，定
義人為惡的，這都為耶和華所憎惡。」(17:15)

5.   他所憎惡的七件事：「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，
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：就是高傲的眼，撒謊
的舌，流無辜人血的手，圖謀惡計的心，飛跑行
惡的腳，吐謊言的假見證，並弟兄中布散紛爭的
人。」（6:16-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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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對耶和華應有的態度

•  23:26我兒、要將你的心歸我．你的眼目、也要喜悅我的道路。

•  4:23你要保守你心、勝過保守一切、因為一生的果效、是由心發
出。

•  4:1-4眾子阿、要聽父親的教訓、留心得知聰明…不可離棄我的法
則…你心要存記我的言語、遵守我的命令、便得存活 

•  3:3不可使慈愛誠實離開你．要繫在你頸項上、刻在你心版上

•  21:5殷勤籌畫的、足致豐裕．行事急躁的、都必缺乏。

•  17:22喜樂的心、乃是良藥．憂傷的靈、使骨枯乾。 
21:4惡人發達、眼高心傲、這乃是罪．

•  16:18驕傲在敗壞以先．狂心在跌倒之前。

•  3:31不可嫉妒強暴的人、也不可選擇他所行的路。

•  14:17輕易發怒的、行事愚妄．設立詭計的、被人恨惡。

•  15:27貪戀財利的、擾害己家．恨惡賄賂的、必得存活。

•  29:25懼怕人的、陷入網羅．惟有倚靠耶和華的、必得安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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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的宗教和倫理教訓 10-31章
倫理道德: 是箴言智慧文學的主要教訓，其重點與中國文化的正心、

誠意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古訓若合符節，由個人到團
體，由小見大，循序漸進，在信仰的動力下達到聖潔、公義與良
善。30:7～9簡短的禱告，代表智慧者的心聲：敬虔與知足，以
及對物質的中庸之道。
– 關於個人節制與律己的生活：警戒人不暴躁、不酗酒、不縱

慾、保持身心的清潔、平衡與健康。
– 在個人道德方面，誠實為上，一切謊言、偽善、假見證以及

驕傲、嫉妒都須揚棄。
– 修身處世，待人接物，充分表現了古希伯來聖賢的睿智 經歷：

如家庭社會的安全，教養兒童的方法。
– 至於社會道德方面，公正與公義最要緊，濟貧扶弱，也是每

個人常盡的本分。千萬不可為人作保 （11:15，17:18，20:16，
22:26，27:1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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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中的訓誨 (一) 
獻祭 15:8  惡人獻祭，為耶和華所憎惡；正直人祈禱，為他所喜悅。

21:3行仁義公平比獻祭更蒙耶和華悅納 共2節

假見証 12:17  說出真話的，顯明公義；作假見證的，顯出詭詐。21:28
作假見證的必滅亡；6:19; 14:5; 19:5,9; 25:18 共7節

稱讚 27:21鼎為煉銀，爐為煉金，人的稱讚也試煉人. 31:30  艷麗是
虛假的，美容是虛浮的；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必得稱讚。10:7; 
12:8; 27:2; 31:28 共６節

紛爭 6:14心中乖僻，常設惡謀，布散紛爭;15:18暴怒的人挑啟爭端；
忍怒的人止息紛爭;17:14  紛爭的起頭如水放開，所以，在爭鬧
之先必當止息爭競。6:19; 26:28;20:3; 22:10 共７節

酗酒 酒發紅、在杯中閃爍、你不可觀看、雖然下咽舒暢、終久是咬
你如蛇、刺你如毒蛇 (23:31-32) 。好飲酒的、好吃肉的、不要
與他們來往(23-20)。 

錢財 19:14  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；惟有賢慧的妻是耶和華所賜
的。23:5  你豈要定睛在虛無的錢財上嗎？因錢財必長翅膀，
如鷹向天飛去。29:3; 1:19; 15:27; 16:8; 13:22; 14:18; 17:2; 20:21 共
10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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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中的訓誨 (二) 
勤勞 10:16 義人的勤勞致生；惡人的進項致死; 13:11 不勞而得之財必然

消耗；勤勞積蓄的，必見加增; 14:23  諸般勤勞都有益處；嘴上多
言乃致窮乏。

懶惰 6:9  懶惰人哪，你要睡到幾時呢？你何時睡醒呢？ 6:6-11; 10:26; 
12:24, 27; 13:4; 15:19; 19:15, 24; 20:4; 21:25; 22:13;24:30; 26:13-16 共17
節

謊言 12:22  說謊言的嘴為耶和華所憎惡；行事誠實的，為他所喜悅。
6:19;13:5; 14:5, 25; 19:5,9,22; 29:12; 30:6,8 共11節

口舌 4:24  你要除掉邪僻的口，棄絕乖謬的嘴。5:3因為淫婦的嘴滴下
蜂蜜；她的口比油更滑. 10:19多言多語難免有過；禁止嘴唇是有智
慧 . 16:23-24 智慧人的心教訓他的口，又使他的嘴增長學問。良言
如同蜂房，使心覺甘甜，使骨得醫治。17:28 愚昧人若靜默不言也
可算為智慧；閉口不說也可算為聰明。共100+ 節

驕傲 11:2  驕傲來，羞恥也來；謙遜人卻有智慧。13:10  驕傲只啟爭
競；聽勸言的，卻有智慧。16:18  驕傲在敗壞以先；狂心在跌倒之

前。 8:13; 14:3; 15:25; 16:5, 18, 19; 18:12; 21:24; 25:2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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箴言中的訓誨 (三) 
仇敵 25:21,22  你的仇敵若餓了，就給他飯吃；若渴了，就給他水喝；因

為你這樣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，耶和華也必賞賜你。16:7; 
24:17-18; 27:6 共６節

朋友 19:6,7  愛送禮的，人都為他的朋友。貧窮人，弟兄都恨他，何況他
的朋友，更遠離他；他用言語追隨，他們卻走了。27:6朋友加的傷痕
出於忠誠；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 6:1,3; 14:20; 17:17; 18:24; 19:4; 27:9, 
10,14,17共12節

做保 11:15為外人作保的，必受虧損；恨惡擊掌的，卻得安穩17:18在鄰舍
面前擊掌作保乃是無知的人 6:1; 20:16; 22:26; 27:13共６節

隣舍 12:26  義人引導他的鄰舍；惡人的道叫人失迷。21:10  惡人的心樂
人受禍；他眼並不憐恤鄰舍。3:28,29; 6:29; 11:9,12; 14:20,21; 16:29; 
17:18; 18:17; 24:28; 25:9, 17,18; 26:18,19; 27:10 共19節

婦女 11:22婦女美貌而無見識，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9:13愚昧的婦人喧嚷；
她是愚蒙，一無所知; 14:1智慧婦人建立家室；愚妄婦人親手拆毀; 
6:32; 7:10,11; 11:16; 12:4; 21:9,19; 25:24; 27:15; 30:23; 31:3, 10,29, 30 共17
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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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父
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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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
1:8-9 我兒、要聽你父親的訓誨、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指教．因為
這要作你頭上的華冠、你項上的金鏈。

6:20-21 我兒，要謹守你父親的誡命；不可離棄你母親的法則（或
譯：指教），要常繫在你心上，掛在你項上。

3:12 因為耶和華所愛的，他必責備，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
子。

4:1 眾子啊，要聽父親的教訓，留心得知聰明。

4:4 父親教訓我說，你心要存記我的言語，遵守我的命令，便
得存活。

10:1 所羅門的箴言：智慧之子使父親歡樂；愚昧之子叫母親擔
憂。

13:1 智慧子聽父親的教訓；褻慢人不聽責備。

15:5 愚妄人藐視父親的管教；領受責備的，得著見識。

15:20 智慧子使父親喜樂；愚昧人藐視母親

17:6 子孫為老人的冠冕；父親是兒女的榮耀。

17:25 愚昧子使父親愁煩，使母親憂苦。

19:13 愚昧的兒子是父親的禍患；妻子的爭吵如雨連連滴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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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:26 虐待父親，攆出母親的，是貽羞致辱之子。

23:22 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；你母親老了，也不可藐視她。

23:24 義人的父親必大得快樂；人生智慧的兒子，必因他歡喜。

29:3 愛慕智慧的，使父親喜樂；與妓女結交的，卻浪費錢財。

30:17 戲笑父親，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，他的眼睛必為谷中的烏
鴉啄出來，為鷹雛所吃。

29:15 杖打和責備能加增智慧；放縱的兒子使母親羞愧。

31:1 利慕伊勒王的言語，是他母親教訓他的真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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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父母的關係—懲罰與 祝福

懲罰 箴30:17 30:17戲笑父親、藐視而不聽從母親的、他的眼
睛、必為谷中的烏鴉啄出來、為鷹雛所吃

箴20:20 20:20咒罵父母的、他的燈必滅、變為漆黑的黑
暗

祝福 箴
4:10-12 

我兒、你要聽受我的言語、就必延年益壽。 我已
指教你走智慧的道、引導你行正直的路。你行走、
腳步必不致狹窄．你奔跑、也不致跌倒

申5:16 當照耶和華你神所吩咐的、孝敬父母、使你得福、
並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神所賜你的地上、得以
長久

弗6:1 你們作兒女的、要在主裡聽從父母、這是理所當
然的。6:2要孝敬父母、使你得福、在世長壽．這
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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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
與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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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:14 心中乖僻、常設惡謀、布散紛爭 

10:8 心中智慧的、必受命令．口裡愚妄的、必致傾倒 

11:13 往來傳舌的、洩漏密事．心中誠實的、遮隱事情 

11:20 心中乖僻的、為耶和華所憎惡．行事完全的、為他所喜悅。   

12:8 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稱讚．心中乖謬的、必被藐視 

14:14 心中背道的、必滿得自己的結果．善人必從自己的行為得以
知足。   

14:30 心中安靜、是肉體的生命．嫉妒是骨中的朽爛 

15:13 心中喜樂、面帶笑容．心裡憂愁、靈被損傷 

16:11 心中的謀算在乎人．舌頭的應對、由於耶和華 

23:17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．只要終日敬畏耶和華 

28:25 心中貪婪的、挑起爭端．倚靠耶和華的、必得豐裕 

28:26 心中自是的、便是愚昧人．憑智慧行事的、必蒙拯救 

4:23 你要保守你心，勝過保守一切，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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貪   與物的關係
1:19 凡貪戀財利的，所行之路都是如此；這貪戀之心乃奪去得財者之命。

15:27 貪戀財利的，擾害己家；恨惡賄賂的，必得存活

20:13 不要貪睡，免致貧窮；眼要睜開，你就吃飽

21:26 有終日貪得無饜的；義人施捨而不吝嗇

23:2 你若是貪食的，就當拿刀放在喉嚨上

23:3 不可貪戀他的美食，因為是哄人的食物

23:6 不要喫惡眼人的飯、也不要貪他的美味 

23:21 因為好酒貪食的，必致貧窮；好睡覺的，必穿破爛衣服。

28:7 謹守律法的，是智慧之子；與貪食人作伴的，卻羞辱其父

28:16 無知的君多行暴虐．以貪財為可恨的、必年長日久。  

28:25 心中貪婪的、挑起爭端．倚靠耶和華的、必得豐裕。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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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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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
錄

2:16 智慧要救你脫離淫婦、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 

5:3 因為淫婦的嘴滴下蜂蜜、他的口比油更滑 

7:11 這婦人喧嚷不守約束、在家裡停不住腳 

7:21 淫婦用許多巧言誘他隨從、用諂媚的嘴逼他同行 

9:13 愚昧的婦人喧嚷．他是愚蒙、一無所知 

11:16 恩德的婦女得尊榮．強暴的男子得貲財 

11:22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、如同金環帶在豬鼻上 

12:4 才德的婦人、是丈夫的冠冕．貽羞的婦人、如同朽爛
在他丈夫的骨中。   

14:1 智慧婦人、建立家室．愚妄婦人、親手拆毀 

15:25 耶和華必拆毀驕傲人的家．卻要立定寡婦的地界 

21:9/ 25:14/ 
21:19 

寧可住在房頂的角上、不在寬闊的房屋、與爭吵的婦
人同住。   寧可住在曠野、不與爭吵使氣的婦人同住 

27:15 大雨之日連連滴漏、和爭吵的婦人一樣 

31:10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．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．  

31:30 豔麗是虛假的．美容是虛浮的．惟敬畏耶和華的婦女、
必得稱讚。 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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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箴言以教導人敬畏神開始，以才德的婦人
結束。她的特質也貫穿全書：勤奮工作、
敬畏神、尊重配偶、有遠見、鼓勵他人，
關心困苦和窮乏的人、善於理財。這些特
質與敬畏神相配合，就使人生有喜樂、有
成就、有尊貴、有價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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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德的婦人
•  10 才德的婦人誰能得著呢．他的價值遠勝過珍珠． 
11 他丈夫心裡倚靠他、必不缺少利益． 
12 他一生使丈夫有益無損． 
13 他尋找羊羢和麻、甘心用手作工． 
14 他好像商船從遠方運糧來． 
15 未到黎明他就起來、把食物分給家中的人．將當作的
工分派婢女。 
16 他想得田地、就買來．用手所得之利、栽種葡萄園． 
17 他以能力束腰、使膀臂有力． 
18 他覺得所經營的有利他的燈終夜不滅。 
19 他手拿撚線竿．手把紡線車． 
20 他張手賙濟困苦人．伸手幫補窮乏人。 
21 他不因下雪為家裡的人擔心、因為全家都穿著朱紅衣
服． 
22 他為自己製作繡花毯子．他的衣服、是細麻和紫色布
作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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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德的婦人

•  23 他丈夫在城門口與本地的長老同坐、為眾人所認
識。 
24 他作細麻布衣裳出賣．又將腰帶賣與商家。 
25 能力和威儀、是他的衣服．他想到日後的景況就
喜笑。 
26 他開口就發智慧．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則． 
27 他觀察家務、並不喫閒飯。 
28 他的兒女起來稱他有福．他的丈夫也稱讚他、 
29 說、才德的女子很多、惟獨你超過一切。 
30 豔麗是虛假的．美容是虛浮的．惟敬畏耶和華的
婦女、必得稱讚。 
31 願他享受操作所得的．願他的工作、在城門口榮
耀他。 


